
19基礎 e誌  

感謝　天恩師德，感謝師尊、師

母聖德，感謝老前人及袁前人大德，

也非常感謝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及陳

昭湘點傳師慈悲，更感恩瑞周天曉天

恆單位朱仁舟學長、天庭道院張懿升

學長協助，給予這次領恩學習的機會，

讓後學可以將自己所學，學以致用，

為道場盡棉薄之力。憑藉現代科技的

進步，兩地視訊直播，可以讓人與人

拉近距離，誠如黃總領導點傳師所說：

「現在的修辦道方式，修道要古老化，

辦道要現代化。」特別重要的是，藉

由此次視訊會議，讓柬埔寨所有駐壇

的前賢都可以聆聽黃總領導點傳師的

法語，並感受到總領導點傳師的提點，

提升自己修道的心及辦道的意志。

緣起，後學於今年（2019）5月

12日領受簡清華點傳師指示，代表簡

點傳師參與柬埔寨資源共享會議，開

始協助柬國忠恕學院新制課程、講師

安排等相關事宜；後於 6月 9日柬國

資源共享會議中，經劉文欽點傳師推

薦，要後學針對視訊會議系統之各家

軟體進行瞭解、評估。

後學因工作所學，剛好能勝任此

項工作，便著手對各家軟體系統深入

研究，分別將以往我們常用的 Skype、

◎ 范明倫

第一次
台灣與柬埔寨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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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hangouts、TeamViewer、Zoom

等軟體作詳細的瞭解與分析，得知各

家的優缺點及收費方式。剛好瑞周天

曉天恆單位蔡重成點傳師及朱仁舟講

師，已經多次使用過 Zoom軟體與美

國和澳洲等國家作視訊會議或網路課

程，結合後學針對各家軟體作的評估

分析報告，後學也推薦 Zoom這款軟

體，後續由陳昭湘點傳師於道務中心

秘書會議提報此視訊方案，並呈道務

中心領導會議，呈請黃總領導點傳師

及各位領導點傳師核准按計畫執行。

經請示黃總領導點傳師後，預計

於 7月 18日進行台灣與柬國視訊會

議。因此我們先於 7月 6日做第一次

連線測試，邀集了柬國慈興國際學校

王宛羚校長與王章權學長，台灣方面

則有瑞周天達單位尹順隆點傳師、天

庭道院張懿升學長、瑞周天曉天恆單

位朱仁舟學長和後學，進行兩國多地

點連線測試。測試結果，發現柬國慈

興國際學校需要再補充WiFi網路分享

器、網路線、麥克風所用的新電池多

顆，並且最好能有固定式的麥克風及

擴大器等，請王章權學長補強相關設

備。期待正式會議時能圓滿順利。

隨後在 7月 18日一大早，後學隨

駕廖素珮點傳師一同驅車前往天庭道

院，我們在 8：50左右就到達天庭道

院，後學等人快速準備所需的視訊會

議環境。殊不知由於柬國的設備比較

克難，測試時，有影像，但是聲音一

直很不清楚，或無法由系統順利播出。

在正式開始前，陳昭湘點傳師

還非常小心地跟兩端做整個流程的預

演，並嘗試看看是否有替代方案（利

用Line的語音通話將聲音撥放傳遞），

只期望讓今天的視訊會議能圓滿。正

當準備恭請黃總領導點傳師來慈悲賜

導時，上天慈悲，終於聲音部分處理

好了，可以順利播放，隨即展開會議

流程。

這次視訊會議，是由黃總領導點

傳師在台灣透過視訊，向聚集在柬國

慈興國際學校的蔡錦麗點傳師、各單

▲  視訊會議前，陳昭湘點傳師與兩端做整個
流程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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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道務助理、駐壇壇主、講師與前賢，

加油打氣及鼓勵。

黃總領導點傳師賜導前，先一一

點名認識各單位駐壇前賢，而每位前

賢也都熱情地與總領導點傳師打招

呼。此過程中，後學發現到有多位前

賢是跨越兩個國家幫辦，非常用心地

付出。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很

高興能透過視訊會議看到大家，也讚

嘆現在科技的進步。」並引用唐朝詩

人王渤的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

若比鄰」《杜少府之任蜀洲》，談到現

今科技進步，拉近彼此間的距離，道

務中心目前正推動資源共享，讓大家

可以國內團結、海外也團結，讓四海

之內皆兄弟。過往黃總領導點傳師也

曾經去過柬國兩次，每次搭飛機往來，

台灣與柬國約需三個小時的航程，現

在可以使用視訊會議的方式，彼此間

除了聽得到聲音，也可以看得到影像，

真的拜科技之賜。

黃總領導點傳師也讚嘆柬國前賢

的開荒精神。大家能發心發愿主動到

柬國開荒，真的很不容易！如老前人

先前一樣，為了將道由中國大陸帶到

台灣，不畏千辛萬苦，只為讓眾生修

道之志，能傳承永續，期許大家要共

同學習。

接著，黃總領導點傳師引用兩段

經典與一段老前人的慈語，來勉勵大

家。

1.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論語•泰伯》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解說：「曾

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修道人

要培養內德涵養，並且心胸氣度要寬

大、宏大，也要有剛強的毅力，路才

可以走得寬、走得廣。並且也舉例北

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兩兄弟，兩人個

性極其不同，大程（程顥）為人隨和

活潑，在洛陽講學十餘年，弟子有『如

▲  黃總領導點傳師賜導前，先一一點名認識
各單位駐壇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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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春風』之喻；小程（程頤）則嚴肅

剛直，講學時間甚至達三十餘年之久。

『任重而道遠』，修道人要心胸

寬大、宏大，要剛毅，度人的路才能

寬廣，也才能任重而道遠；要以度人

為重，以發揚道的理念為重。『仁以

為己任』，要有仁愛的心，如同《孟

子‧盡心上》所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意思是，親愛親人而

後仁愛百姓，仁愛百姓而後愛惜萬物。

『不亦重乎』，修道是沒有退休的、

沒有停止的，一生一世；一生都以眾

生為主，要經過千錘百鍊的。『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直到終老都不能

退卻，而且要與道相親近。」

2.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
能。《孟子•梁惠王上》

這段也是以前老前人常常引用

《孟子‧梁惠王上》所說的。道的根

本是民生，沒有維生的恆產而能保持

善心的，只有讀書明理的人，以及修

道的人能這樣。

黃總領導點傳師也詢問柬國駐壇

前賢：「是否可以做到『持之以恆』

的道心？」大家也都表示：「有信心

可以做到！」非常值得讚嘆！

3.簞瓢陋巷，朝夕難熬；窺其
職志，窮且益堅。（出自老前

人的筆記）

顏回夫子的修道過程，一簞食、

一瓢飲，住居陋巷內，也不改變其修

道意志，這實在非常不簡單，而且這

過程是朝夕難熬。就如同老前人來台

傳道時，也是經常如此，為了修道，

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也常常餓肚子

在辦道務，日子非常難熬。仔細去體

會，這就是老前人對修道的終身職志，

即使非常窮困，也不會改變老人家修

道的堅心意志。

黃總領導點傳師問柬國駐壇前

賢：「是否也能如此堅定心志？」大

家異口同聲回答：「有此意志，永不

退轉！」黃總領導點傳師並以老前人

常常引用的左宗棠名言：「身無半文，

心憂天下；破書萬卷，神交故人。」

來勉勵大家，除了要有剛毅的精神，

還要提升內德；「茍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大學》，才能作新民，內德

一定要精進、要不斷提升。希望大家

一起加油！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之後，

由陳昭湘點傳師報告道務事項。主題

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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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柬埔寨忠恕學院新制初級部。

2. 2019柬國基礎忠恕壇辦聯合法會

（日期：11/9∼ 11/11）。

3. 基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義診團（日

期：8/23∼ 8/30；24、25、26 日

義診）。

接著第四階段，請柬國三位駐壇

道務助理及講師報告當地的道務情況

（明德 堂蕭文賢道務助理、啟化道

院高靖媚道務助理、慈興國際學校王

宛羚校長）。

最後，由蔡錦麗點傳師慈悲補充

說明：「感恩總領導點傳師慈悲關懷

海外的開荒講師，特別以視訊方式進

行會議，令人感動！相當成功圓滿！

海外開荒講師內心都很澎湃、歡騰，

當聽到總領導點傳師一一點名關心與

法語滋潤時，全體感動莫名，鴉雀無

聲，安靜喜悅地沐浴在大德敦化中。

海外開荒講師的確令人佩服，總領導

點傳師問：『若無恆產，還能堅持（開

荒佈道、以道為尊）的請舉手。』後

學很震撼，全體毫不猶豫地都舉手。

總領導點傳師再問：『若居陋巷、貧

困潦倒時，亦能堅持開荒佈道的請舉

手。』後學全神貫注地看，很震撼！

依然全體舉手。是的，老前人大德，

基礎忠恕飛揚。同修們，衝啊！加

油！」

以上是台灣與柬埔寨視訊會議的

相關過程。美中不足的是，後學沒注

意到澳洲的陳平常點傳師與台灣蔡重

成點傳師也都全程上線、共同參與，

而未讓兩位點傳師與總領導點傳師通

話及看看影像，並向柬國前賢勉勵幾

句，這是後學的疏失。第一次運作，

仍有許多不盡圓滿之處，期待下次

一一突破，越來越順利圓滿，再次感

謝大家的努力，讓第一次視訊會議能

順利完成，大家一起加油！感恩慈悲！ 

時代化的使命

※ 王宛羚

當接到蔡錦麗點傳師指示，說基

礎忠恕道務中心定 7月 18日於天庭

道院，恭請黃總領導點傳師透過視訊

會議，慈悲勉勵柬國開荒幹部時，在

柬國的各單位駐壇幹部們無不興高采

烈，心情激動！

在柬埔寨的歲月裡，開荒幹部們

走過酷熱無比的旱季、雨季裡積水難

以行車的夢魘、人才培訓恨鐵不成鋼

的苦、道務推展不開的痛⋯⋯，每每

行道步伐蹣跚的時候，回想起前人、

點傳師們一輩子的修道風範，以身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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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大德敦化，就使小後學們得以再

鼓起勇氣，邁開腳步繼續往前。

是的！柬國所有開荒幹部無不日

夜殷盼視訊會議的到來。修道要古老

化，辦道要現代化，儘管分隔兩地，

藉由電腦科技，遠在柬埔寨的小後學

們感恩有此機會得以聆聽黃總領導點

傳師的慈悲法語勉勵。總領導點傳師

的修辦精神與德行，似陽光，如雨露，

滋潤著後學們的心田。

柬埔寨會議場地的電腦、網路硬

體設備及環境較不完善，為確保高品

質的視訊會議，台灣與柬埔寨在會議

日期前，就先進行過兩次視訊會議測

試，每次花費時間約 2個小時。儘管

已做過兩次測試，為求圓滿，道務中

心特別指示在 7月 18日視訊會議開始

前的 2個小時，也就是早上 8：00，

再進行第三次測試。

孰知這臨場前的最後一次測試，

反而出乎意料地發生了問題，柬埔寨

這邊的網路系統突然失靈，怎麼也連

不上線！負責視訊會議設備的王章權

學長緊張到大汗淋漓，東奔西跑地尋

求問題來源；在場所有開荒幹部紛紛

地集氣，齊聲加油，希望網路問題可

以解決。

王學長測試過多次後，確定網

路還是有問題時，急忙地尋找替代方

案，利用手機 sim卡的行動數據連接

網路。在台灣的陳昭湘點傳師更用自

己手機打 Line網路電話，給剛好也在

柬埔寨的蔡錦麗點傳師做會議流程的

安排；蔡點傳師將麥克風放在手機上，

用擴音的方式，傳達陳點傳師的指令

給現場參與視訊會議的所有開荒幹部

知道。

在柬埔寨如此艱辛的網路環境

下，除了仰賴實質的技術能力來解決

之外，對道的堅強信念，更是一股龐大

的力量，支持著小後學們無所不用其

極地去克服所有的困難與問題，只期

盼台柬第一次視訊會議一定要成功！

感謝　天恩師德，網路訊號即時

恢復。會議開始時，黃總領導點傳師

先是一一點名認識在場的每一位開荒

幹部，讓人感覺到無比親切又溫暖。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時，引用唐

朝詩人王渤的詩句：「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談到雖然台灣與柬埔

寨距離相隔 2,089公里，如此遙遠，

但是因為有道，大家同霑　天恩師德，

醒悟迷津，同聚於這天道大家庭；路

遠，心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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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點傳師常常慈悲叮嚀後學們是

很幸福的修道人，行走世界各地，無

論走到哪裡，都有道場；雖然之前也

許與當地道親們素未謀面，但是道親

一家親，同是彌勒眷屬，初次見面即

覺得十分面善，正誠如黃總領導點傳

師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而這

一切都要感恩前人、點傳師們不辭辛

苦，開荒播種，讓各地有緣眾生都有

機會沐浴在浩瀚的天恩法雨中。因為

道，大家可以把愛串起來。

視訊會議中，黃總領導點傳師慈

悲鼓勵在柬的開荒幹部們：「修道是

一生一世，每個人只有一輩子，當好

好珍惜修辦的因緣。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生度此身？」並慈悲引用《孟

子‧梁惠王上》：「無恆產而有恆心

者，惟士為能。」進一步詢問在柬國

的開荒幹部們：「即使沒有錢，大家

是否依舊會為道往前飛？」鼓勵大家

要效法老前人修辦道的精神：「簞瓢

陋巷，朝夕難熬；窺其職志，窮且益

堅。」老前人到台灣開荒傳道時，艱

苦歲月、考難重重，不僅是物質生活

極度困頓，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要度

人、成全人修辦，更是難上加難；然

而真金不怕丹爐煉，老前人不畏懼一

切艱難，為道奔波多年，始開創出今

日巍巍基礎忠恕道場。如左宗棠所言：

「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破書萬卷，

神交古人。」老前人窮其一生，為眾

生之光明而燃燒自己；身無半文，而

能將精神繞在聖賢之言。黃總領導點

傳師勉勵各位幹部：「要從形而下，

提升至形而上，以一片公心培養浩然

正氣；期許大家培內德，提升修養，

不可原地踏步。」

各單位的開荒幹部領恩學習來到

柬埔寨，承擔起新時代的使命。這是

台柬第一次的視訊會議，感恩黃總領

導點傳師法語的攝受，令小後學們如

沐春風。會議在依依不捨中圓滿結束，

雙方對著視訊鏡頭揮手互道再見了好

長一段時間，才將視訊鏡頭關閉。大

家帶著殷切期望，期待能盡快有下一

次的視訊會議，可再聆聽大德黃總領

導點傳師的慈悲法語。各位開荒幹部

更當將今日的勉勵謹記於心，精進修

行，以報　天恩師德、老前人、前人

之大德。

▲  蔡錦麗點傳師感恩總領導點傳師慈悲關懷
海外的開荒講師。


